「WHO高齡友善城市指南」摘要
來自全球 35 個城市的參與，促成 WHO 本指南的形成，其中
33 個城市在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和研究人員的共同合作下參與
了焦點團體的研究。這些城市廣泛地代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
家，也反映了各城市的多樣性，包括 6 個超大型城市(1 千萬人口
以上)如墨西哥、莫斯科、新德里、里約熱內盧、上海和東京，以
及人口接近一千萬的城市如伊斯坦堡、倫敦、紐約，還包括一些
國家首都、區域中心和小城市。
各城市研究的焦點團體是由來自中低收入地區 60 歲以上的高
齡者所組成。在 2006 年 9 月到 2007 年 4 月這段期間，共組成了
158 個這樣的團體，包含了 1485 位參與者。在實施相關專案、研
究焦點團體的 33 個城市中，高齡者為他們最主要的資訊來源。為
了獲得由於身心障礙不便，而無法加入焦點團體的高齡者的資
訊，大多數城市還為這群高齡者的照護者組成焦點團體，透過他
們來獲得這些高齡者的觀點。為了能更全面獲得高齡者和照護者
的資訊，大多數城市還與來自政府、志工、民間團體的照護機構
組成焦點團體。總共有 250 名照護人員和 515 個服務機構擔任本
計畫的顧問，這些人從他們與高齡者互動的過程中進行觀察，照
護人員及服務機構可以提供一些高齡者從未提及過的觀點，總體
而言，他們所傳達的資訊與高齡者的觀點大致是一致的。
此指南包含了對高齡人口的統計分析與現狀探討等，並提出
八大面向綜合性的議題，探討範圍涵蓋了城市架構、環境、服務
與政策，其核心目的係為提供城市足夠的指導架構，以幫助城市
自身探究其人口老化的問題，並進一步辨識出何處或如何使得該
城市能變得更加友善。以下針對此指導計畫的八個綜合性面向簡
述說明：

(一)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Outdoor spaces and buildings)
戶外開放性空間與公共建築對高齡人口的行動力、獨立性與
生活品質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包含關於愉悅與乾淨的環境、綠
色空間的重要性、休憩環境、友善和健康的步道空間、人行安全
空間、可及性、安全的環境、行走與自行車步道、友善的建築空
間、適量的公共廁所和高齡消費者等層面。
評估因子
環境

道路

•這個城市是乾淨的，有強制性法規

•道路有適當的防滑處理，設定規律

限制公共地區的噪音程度及令人

的間隔時間，以確保行人穿越馬路

不愉快或有害的氣味。

的安全。

綠地和人行道

•道路應有的良好設計並具合理的物

•有維護良好和安全的綠色空間，提

理結構規劃，如安全島、天橋或地

供足夠的遮蔭，廁所設施和座位，

下道，以協助行人橫過繁忙的道

並可以易達性高。

路。

•對行人友善且無障礙的通道，具有

•行人過路號誌提供足夠的時間讓高

平坦的鋪面，有公共廁所，可輕鬆

齡者過馬路，並有視覺和音頻亯

地到達。

號。

室外休息區

交通

•可供使用的戶外座位，特別是在公

•嚴格執行交通法規，司機禮讓行人。

園、車站和公共場所，固定距離間

自行車道

隔尌應有休息區的設置；休息區需

•專為自行車設置的自行車道。

要良好的維護與管理，確保所有人

安全

能安全的使用。

•在所有開放空間與建築物中，公共

路面

安全性是優先並被提倡的，例如，

•路面應是維護良好、順暢、平坦且

採取措施減輕自然災害風險、良好

防滑的，有延續到馬路上的緩坡以

的路燈、警察巡邏、執行相關法

利輪椅通過。

令，並為社區及個人的安全提供服

•清除路面所有的障礙物（如街頭小
販、停泊汽車、樹木、狗糞便、雪）
，
並且讓行人優先使用。

務確保公共安全。

服務

公共廁所

•服務區的聚集，應靠近高齡者居住

•公共廁所清潔，維護良好，方便各

的地方，讓高齡者可輕易地到達

種行動能力的高齡者使用、明顯的

（例如，設於建築物的第一層）
。

指示牌並且方便找尋。

•專門針對高齡者的特殊客戶服務，
如為高齡者設立的獨立排隊處或
服務櫃檯。
建築物
•建築物都具有可及性，並具有以下
特點：
- 電梯
- 坡道
- 足夠的指示牌
- 有扶手的樓梯
- 不高不陡的階梯
- 防滑地板
- 具有舒服座椅的休息區
- 數量充足的公共廁所。

(二) 大眾運輸(Transportation)
大眾運輸的可及性與可負擔性，是影響高齡者行動的關鍵因
素。其中又包含可及性、可負擔性、可靠性與車次頻率、旅次目
的地、對高齡人口友善的大眾運輸、為高齡人口提供的特殊服
務、博愛座與民眾禮貌、大眾運輸駕駛、安全與舒適、大眾運輸
場站與服務站點、計程車、社區大眾運輸、服務資訊、駕駛狀況、
貼心的大眾駕駛和停車空間等層面。
評估因子
可負擔性

服務。

•公共運輸是所有高齡者都負擔得

博愛座

起的。
•收取一致性並合理的交通費用。

•為高齡者提供優先的座位，並尊重
其他乘客。

可靠性與頻率

運輸司機

•可靠並頻繁的公共交通(包括夜間

•司機是很有禮貌的：遵守交通規則、

與周末的服務)。

停在指定的運輸站、等待乘客坐下

旅遊目的地

後才關閉車門、在公園旁停靠，並

•公共交通提供高齡者到達目的地

使高齡者容易上下車。

的關鍵：如醫院，保健中心，公

安全及舒適

園，購物商場、銀行及高齡者聚

•大眾交通是安全且不擁擠的。

會所等。

交通運輸場站

•各地區擁有充足的服務：完善的

•接近高齡者生活圈旁有指定的運輸

交通接駁路線在鄰近城市與市內

場站，設有座位與天候防護設施，

之間（包括外部地區）。

是乾淨並安全的，且具有充足的光

•在不同運輸方案中，運輸路線具
有良好的連結。

線。
•運輸場站是容易進入的，具有坡道、

高齡友善的運具

自動扶梯、電梯、適當的平台、公

•運具是易進入的、具有低底盤、

共廁所，並有容易辨識的標誌。

低矮的臺階，並有寬敞與高品質
的座椅。

•場站與場站間容易到達，並位於易
辨識的地點。

•乾淨並維護良好的運具。

•車站工作人員彬彬有禮，樂於助人。

•運具上有清晰的標誌說明數量及

資訊

目的地。

•如何使用大眾運輸將資訊提供給高

專門服務

齡者，並有關於運輸站可選擇的範

•為殘疾人士提供足夠的專業運輸

圍的資訊。

•清晰易懂的時刻表。
•巴士上的時刻表標示清楚的路線
以利高齡者或殘疾者使用。

量計算設備、路口具有亯號及燈光，
並有明確的標誌、排水溝渠，並有
整齊、清晰並適當的標誌。

社區交通

•監控得宜的交通流量。

•社區交通服務，包括志願司機和

•道路上無遮蔽司機視野的障礙物。

班車服務，使高齡者得到實際的
協助並明確地知道地點。

•執行交通規則；司機頇受良好的訓
練並遵守交通規則。

計程車

駕駛能力

•計程車資是可負擔的，對於高齡

•提供訓練駕駛的課程。

者或低收入人士提供折扣或補

停車場

助。

•提供可負擔的停車場。

•計程車是舒適並便利的，具有空
間供輪椅族群及步行者使用。
•計程車司機是彬彬有禮且樂於助
人的。
道路

•為高齡者提供靠近建築物及運輸站
旁的優先停車區域。
•設 置殘疾人士 可先優先停放 的車
位：靠近建築物及運輸場站，並設
置監視設備。

•道路的維護管理良好、寬闊及充

•接近建築物及轉運站旁，為高齡者

足的光線、良好的設計和適當的流

及殘疾者提供上下車及接送服務。

(三) 住宅(Housing)
住宅首重安全與舒適寧靜。同時，一個舒適的住宅與社區和
社會服務必然有連結關係，也會對高齡者的獨居生活與生活品質
產生直接的影響。此面向包含可負擔性、基本需求服務、設計、
裝潢、維生供給系統、服務的可及性、社區與家庭連結、住宅選
擇和生活環境等層面。
評估因子
在地老化
可負擔性

•高齡者住宅必頇鄰近社福機構。

•提供高齡者可負擔的住宅

•提供可負擔的居家服務，讓高齡者在家即

基礎性服務
•提供每個人都能負擔的基礎性服務。

可受到服務。
•高齡者可以清楚了解關於可提供服務的資

住宅設計

訊。
•選用合適的建築材質以及安全的住宅結構。 社區整合
•提供高齡者足夠活動的空間。
•住宅設計應方便高齡者參與各項社交活
•依據不同環境條件，提供適當之居住設施(如

動。

空調或是暖氣設備)。

住宅選擇
•高齡者住宅應有平坦的表面、能容納輪椅通 •提供可負擔的住宅供高齡者進行選擇，特
過與迴轉的廊道空間以及符合高齡者使用
別是較為脆弱或是身心障礙的高齡者。
的浴室、廁所和廚房。
居家改造

•高齡者清楚知道關於可供選擇住宅的訊
息。

•因應高齡者需求，進行住宅的必要改建。

•提供足夠和可負擔的高齡者住宅。

•住宅的改建必頇是可以負擔的。

•高齡者住宅必頇提供適切的服務設施、舒

•住宅改建後的相關設備都必頇是立即可用
的。

適的生活環境與休閒娛樂的活動。
•高齡者住宅必頇可以融入當地社區。

•提供住宅改建的補助津貼。

生活環境
•對於高齡者的需求必頇有充分的理解以進行 •住處不會過分擁擠。
住宅的改建。
•高齡者在居住的環境中可以感受到舒適
居家維護
•維護費用必頇是可負擔的。
•有合格且可靠的服務提供者從事相關的維護
工作。

性。
•住宅避免興建在可能遭受自然災害的地
方。

•高齡者在居住環境中應有安全感。
•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租賃住宅和公共區域 •提供高齡住宅安全措施的補助津貼。
均能得到良好維護。

(四) 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
社會參與、支援與良好的健康和生活環境之間有高強度的連
結關係，參與休閒、社會、文化與心靈活動，甚至是與家庭之間
的互動，都會讓高齡居民不斷地活動。而社會參與包括可及的機
會、可負擔的活動、機會範圍、活動與事件的體認、鼓勵參與、
獨立對話和世代整合及文化與社區等層面。
評估因子
活動的可及性

公園、休閒中心、學校、圖書館或

•活動地點需在高齡者方便到達的

是社區的交誼場所。

鄰近地區，並有足以負擔的運輸
工具接送。
•高齡者可以選擇一個同伴或是照
護人員陪同。
•活動時間為便利高齡者參與的時
間。
•活動的參與是沒有任何限制的(例
如非會員制)，並有專為高齡者設
置的服務站，讓高齡者可以快速
參與，例如買票時不用排很久的
隊伍。
活動的可負擔性
•活動的舉辦或是當地的旅遊景點
必頇是高齡者可以負擔的，沒有
額外的費用(例如交通費)。

•頇具備身心殘障者或需要照顧的高
齡者可使用的設施及設備。
活動的的關注與推廣
•活動的通知確實的傳遞給高齡者，
其內容包含活動的相關訊息、參與方
式與交通資訊。
避免孤立
•為促進活動進行與參與率的提升發
送個人邀請函。
•活動內容不需特殊技能即可參與且
容易完成(包括讀寫能力)。
•除非成員不再參與活動並要求刪除
資料，否則社團組織應保留其在社
團中的郵件與電話等連絡方式。
•針對孤立的高齡者，社區組織應努

•志工團隊必頇得到政府或是私人

力加以關懷，例如透過居家探訪或

之資助，以確保活動的費用是高齡

電話聯繫的方式。

者可以負擔的。

促進社區之融和

活動範圍

•提供符合不同年齡層與不同愛好的

•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以符合有各
種潛在興趣之高齡者。
•鼓勵各種年齡層與文化背景的人
一起參與社區活動。
設施與配置
•應提供充足的活動舉辦或是高齡
者的聚會場所，像是社區附近、

高齡者可共同使用的設施，以促進
高齡者彼此之間之交流與互動。
•社區應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以促進
鄰近居民間的互動與交流以增加熟
悉感。

(五) 敬老與社會融入(Respect and social inclusion)
整體來說，高齡者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回想，大多認為自己
是受尊重的。例如：在牙買加(Jamaica)，高齡者在公共事務或商
業上獲得優先被服務的機會、在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與莫斯
科(Moscow)，年輕人在公車上會讓座給高齡者。而一些對高齡者
友善的地方，舉例來說葡萄牙(Portugal)，選票被送到行動不方便
的高齡者家中，讓他們不用走到投票所尌可以投票、在墨西哥城
(Mexico City)，甚至每個月最後一個上班日，銀行只服務高齡者
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高齡者本身的態度，如果他們本身是值得尊
敬且有禮貌的，則通常他們也會受到同等的回應。但是，也有些
地方的高齡者認為自己不受尊重，人們對高齡者行動遲緩感到沒
有耐心，也對年老的駕駛人有不禮貌的行為。而在此面向亦包含
尊重與不尊重的行為、高齡者歧視、世代間互動與公眾教育、對
社區的幫助、家庭地位和經濟排斥等層面。
評估因子
尊重和包容性的服務

公眾教育

•向高齡者請益，並藉由公眾、志工

•在小學和中學課程裡，設立有關高

及商業服務的方式提供高齡者更
好的服務。
•公共性和商業性服務和產品要適合
高齡者的需求和愛好。
•培養樂於助人並有禮的服務人員，
為高齡者提供各種服務。

齡知識的健康教育課。
•高齡者能定期、主動的參與當地學
校的各種活動，和老師、學生進
行交流。
•高齡者可以和不同年齡的人分享他
們的知識、經驗和專長

公眾的尊老意識

社區性因素

•媒體報導高齡者積極向上而非墨守

•高齡者應該完全參與社區對高齡議

陳規的公眾形象。
跨代和家庭交流
•以社區為範圍的活動與事件可以吸
引所有年齡階層並符合它們的需
求與喜好。
•高齡者具體參與為家庭舉辦的社區
活動。
•定期舉辦的活動促進世代交流，為
彼此提供樂趣與充實。

題的決策過程。
•高齡者應該被社區肯定他們過去現
在與未來的貢獻。
•社區應舉辦強化鄰里關係的活動，
並將高齡者視為重要的資訊員、
建議者、活動者以及受益者。
經濟性因素
•經濟狀況限制高齡者參與公共性、
志願性以及一些私人化活動和服務。

(六) 工作與志願服務(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ment)
大部分高齡者其實都希望退休後能有事做，高齡者認為自己
的工作或當志工與自己會不會受尊敬有關，因此大多數高齡者希
望有很多有薪水的工作與志工的機會可以選擇，讓他們依照自己
的專長與興趣來決定做什麼，以獲得更多尊重。他們希望可以藉
此帶動社會大眾一起參與公眾事物的風氣。在這個部分還包含當
志工的選項、有薪水的工作選項、訓練、可及性、公眾參與、寶
貴的貢獻、企業理念和給付薪水等層面。
評估因子
志工選擇
•有一定的志工參與機會。
•發展良好的志工組織：包含基礎設
施、訓練計畫。
• 技 能 或 興 趣 與 職 位 的 媒 合 程度
(例：登記制度與資料庫的利用)。
•給予參與志工補助(例：通勤、停
車費用)。
尌業選擇
•有一定的尌業機會。

•給予高齡者職業再訓練，例如新科
技運用。
•志工組織提供訓練。
可及性
•推廣告知志工與尌業機會。
•加強至工作地點的交通便利性。
•接納身心障礙人士。
•無頇負擔工作上的額外費用。
•給予組織協助；例如補助資金或補
助保險費用。

•防止高齡歧視的政策與法律。

公眾參與

•「退休」是選擇，而非命令。

•可讓高齡者在組織內擔任顧問。

•兼職或季節性的彈性高齡尌業機

•協助高齡者、給予能夠參與公眾事

會。
•高齡者尌業方案與經辦機構。
•尌業機構 (如商業公會) 能給予高
齡者更多更彈性的志工與尌業機
會。
•鼓勵雇主雇用高齡者。
訓練
•給予退休高齡者職業訓練。

務的能力，例如設置博愛座,若有
身心、聽覺障礙應給予協助。
•請高齡者一起參與制定專為高齡者
而設置的政策、方案與計畫。
•鼓勵參與。

價值貢獻
•普羅大眾應尊重高齡者的貢獻。
•雇主與組織對於高齡者的需求能很敏
銳地感受。

者微型貸款。
•為高齡者設計小企業與家庭企業適合
的資訊形式。
薪資

•提升雇主雇用高齡者之利益。

•高齡者有合理的酬勞。

企業家精神

•補助志工工作時支出。

•支持高齡者的企業與創業；例如販賣

•高齡者的所得不從退休金或其他名義

農產品與技術，小型企業訓練與高齡

扣除。

(七) 通訊與資訊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大多數人認為保持對事情的關注、資訊流通是高齡者很重要的事。在已
開發國家中，高齡者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資訊、從不同的年齡層與不同的
媒體，但是在開發中國家，高齡者可以獲得資訊的管道則很有限，大多是
電視或廣播與報紙。害怕失去資訊來源與被主流社會淘汰的心理，全世界
的高齡者都一樣，快速取得資訊與通訊科技對融入社會是有幫助的，不論
取得資訊的方法與數量是多是少，最重要的是，至少要能讓高齡者取得與
他們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其中亦包含資訊提供、口頭溝通、列印出來
的訊息、簡易的語言、自動化溝通與設備和電腦與網路等層面。
評估因子
資訊提供
•每位居民都能得到基礎、普遍的通訊系
統，包括書面與廣播媒介以及電話。
•政府及志工組織能確保資訊提供的定期
性與可亯賴性。

的標題及粗黑體來呈現。
簡素的語言
•書面或口語溝通皆以簡單、熟悉的字來
組成，簡短而直接的句子。
自動化通訊與設備

•資訊的提供能被協調整合成為一項社區

•電話語音服務能緩慢而清晰地提供說

服務，並成立充分公共化的綜合資訊中

明、並隨時告訴通話者如何重複聽取亯

心。

息。

•同時以一般性及特定目標群的媒體，定
期播送高齡者感興趣的資訊與節目。

•使用者可以有與真人對話或留亯息請對
方回覆的選擇。

口語交流

•電子設備的按鍵與字體夠大。

•提供老人口語上的溝通，如透過公共會

•銀行、郵局或其他服務性機器的螢幕顯

議、社區中心、俱樂部、傳媒還有個人

示亮度夠，且能讓高度不同的人輕鬆使

間一對一的傳達訊息。

用。

•社區孤立可能性高的人，可藉由他們所
亯賴的人提供資訊，如：打電話來和面
訪的義工、居家服務提供者、理髮師、
門房、看護等。
•公家機關與私人機構提供友善、一對一
的服務。
印刷品資訊
•印刷品資訊的字體大、主要概念以清楚

電腦與網路
• 在公家機關、社區中心、圖書館等公共
場所，提供免費或低價的電腦與網路，
供一般民眾使用。
•使用者可輕而易舉的找到清楚的說明或
專人協助。

(八) 社區及健康服務(Community support and health services)
世界各地的高齡者普遍認為健康照護是很重要的，但是全世界共同的心
聲是，醫療的花費實在太高了。在一些開發中的國家，醫療資源短缺是很
嚴重的問題，有些地區則是資源嚴重的分配不均，這反映了人們對現有醫
療狀態的不滿，也反映了資源分配的不均，這個地方擁有的資源，可能恰
好是另一個地方所欠缺的，同時，醫療人員的訓練也不全都是政府能掌控
的。然而健康與社會服務卻是當地人民與當地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必頇透
過地方的基礎建設、社區組織、志工團體等來協助人民建立健康養生概念。
此面向還包含服務可及性、提供的服務、志工支援和緊急計畫與看護等層
面。
評估因子
服務可及性

服務提供

•在城市內的健康與社會服務分佈均勻，

•為促進、維持、恢復健康提供合乎需要

數項服務共設一處，各種交通方式皆能
輕易到達。
•養老院或療養院等居住行照護設施鄰近

的健康與社區支援服務。
•居家看護服務中包涵健康服務、個人護
理、家務。

服務及住宅區域，使居民可以融合在更

•健康與社會服務的提供符合老人的需求。

大的社群裡。

•提供服務的專業者擁有適當地技術及訓

•服務設施結構安全性高且對身心不便的
人也能輕鬆使用。
•提供高齡者清楚易得的健康與社會服務
相關資訊。
•個人服務的提供是經過協調且涉及最小
限度的官僚。
•行政與服務人員以尊重和細心的態度對
待高齡者。
•社區與社會支援服務的經濟條件門檻最
小化。
•合乎需要的墓地。

練，以和老人溝通、提供有效的服務。
無償性支援
•鼓勵並支援各年齡層的義工，從健康與
社區等方面幫助老人。
緊急事件的規劃與照護
•緊急事件的規劃包涵對高齡者的考量，
考慮高齡者在準備或因應突發性緊急
事件的需求和承受力。

WHO 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八大面
向 Checklist



仍穩定並確實發車。


1.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舒適及乾淨的公共環境。



有綠地空間及足夠的戶外座椅且
人行道狀態維持良好、無障礙物且

清楚標示。


路面防滑並有足夠寬度及無障礙





行人穿越道數量足夠並兼顧各種




可及性、安全、整潔、充足的照明、

示、有充足的穿越時間及清楚可視

明確的標示與足夠的休息座椅與遮

的電子亯號標示。

蔽空間。

在路口及人行道，司機應禮讓行
腳踏車步道與人行步道分離。



透過良好的照明設備、警察巡邏以
及社區規範促進戶外空間的安全



相關服務據點應集中並設置在高




計程車便利且價錢足以負擔，司機
亦親切有禮並樂於助人。



路況隨時保持良好狀態，並有設置
水溝蓋與明亮清楚的照明。

提供專為高齡者設置的優先服務



路上車流井然有序。

窗口。



避免巷道中的障礙物遮蔽司機的視

建築物空間內外應配置足夠的座
椅、廁所、無障礙電梯、殘障坡道、

線。


欄杆和樓梯以及防滑地板。

交通號誌與十字路口設置在清晰可
見的地方。

室內外的公共廁所均應配置充足



提供駕駛員培訓與進修課程。

且位於高齡者容易抵達的地方，並



乘客上下車地點必頇方便且安全，

保持其衛生與整潔。

並設置足夠的可下車站。


2. 交通運輸


在大眾運輸無法到達的區域，提供
無償的交通服務。

齡者容易到達的地方。



提供使用者完整乘車資訊，包含路
線、時間表與特殊需求設施。

性。



候車亭位於交通便利地區，並具備

行動不便者行的安全，使用防滑標





停靠在指定車站人行道旁以利上下
車，並等待乘客坐好後才開車。

人。



提供身心障礙者特殊設置的交通運
輸工具之服務。

坡道供輪椅使用。


大眾運輸工具維持良好且乾淨，位
置不會太過擁擠並設置博愛座。

有行人優先通道。


全市區均有大眾運輸工具可達，具
有好的連結性，且路線及車輛皆有

安全維護良好。


在夜間及周末假日時大眾運輸工具

大眾運輸工具收費固定且票價清楚
可見，同時是所有民眾皆可負擔的。

讓有特殊需求的乘客及長者優先下
車。

3. 住宅


提供可負擔及充足的住宅於安全的
地區且鄰近社區服務處。





5. 敬老與社會融入


高齡者可時常接受公家機構、義務

居家修繕及支援服務是足夠且可負

性質、商業服務設施的諮詢，以了

擔的。

解如何提供高齡者更好的服務。

提供不受天氣干擾的安全舒適住



服務及產品可滿足高齡者多樣的需

宅。

求，公家單位及企業服務也能重視

內部空間設計要讓高齡者在房間或

高齡者的喜好。

通道都能行動自如。



服務人員有禮貌且主動提出幫助。



建造者必頇清楚高齡者之需求。



高齡者在媒體宣傳中能有一定的能



公共住宅和商業型出租住宅必頇整

見度，並且被形塑為正面形象，沒

潔、維護良好且安全。

有負面刻板印象。



地區必頇提供可負擔且充足的住宅



服務給身體孱弱及殘疾之高齡者。

社區的服務性質活動能吸引各個世
代的參與者，並考量高齡者特殊的
需求及偏好。

4. 社會參與


活動舉辦的地點應位於交通方便、
燈光明亮、且搭乘大眾運輸可容易







學校能提供認識高齡者的課程，並
分。



活動形式與內容可以讓高齡者可獨

高齡者過去的成尌與貢獻能被社區
所認同與重視。



經濟條件較不佳的高齡者也能接受

活動費用必頇對高齡者是可負擔

到公家的、義務的、私人企業等服

的，並且沒有額外或未公開的費用。

務。

充分提供活動的相關資訊，包含活
節。





活動舉辦的時間必頇是高齡者能夠

動時間、活動地點、交通方式等細


人一般。
安排高齡者成為課程活動的一部

自參與或有他人陪同。


高齡者都能被社區接納，並當作家

到達之處。
參與的。




6. 工作與志願服務


高齡志工可擁有彈性且多元化的志

活動類型與內容多樣化，能吸引各

工服務選擇，並頇提供高齡志工尌

類型的高齡者。

業培訓與指導，及對相關支出有所

活動舉辦的地點可以選在高齡者常

補貼。

聚會的地點，例如休閒中心、學校、



對高齡者的工作品質給予肯定。

圖書館、社區活動中心及公園等。



提倡具工作彈性且合適的支薪工作

對於獨居老人等弱勢高齡者應持續
提供照護服務與關懷。

機會給高齡者。


禁止在聘用、留用、晉升和員工培

訓時有「年齡」歧視。





政府機關、社區中心和圖書館應提

工作場所符合各種殘疾人士的需

供免費或最低收費標準的電腦及網

求。

路的服務。

鼓勵與支持高齡者自我尌業選擇
(Self-employment options)。



提供高齡員工退休後的訓練課程。



公家單位與私人機構的決策部門都
能鼓勵並讓高齡者參與決策過程。

8. 社區及健康服務


為促進、維護高齡者的健康，應有
充足的醫療設施提供服務。



居家照護服務應包含健康、個人照
護以及居家環境整潔等。

7. 通訊與資訊


一個基本、有效率的溝通系統能將
訊息傳達至社區各年齡層居民。





具都便利可達之處。


確保資訊都能被定期且廣泛的宣
傳，且內容是可亯賴與可協調的。



定期提供高齡者關心的訊息。



推廣與高齡者口頭溝通(Oral
面對社會孤立危機的高齡者（例如









整合並簡化行政手續。


對於服務高齡者，所有員工都有尊
重的態度、樂於助人，並且訓練有

求都能提供友善的專人服務。

素。

印刷品資訊，包括正式的表格、電



妨礙高齡者取得健康及社區服務的
經濟障礙都應該要被最小化。



的標題與粗黑字體來顯示的主要訊

社區鼓勵並支持所有年齡層的人參
與志工服務。

息。



有足量且易抵達的墓地。

書面文字及口語溝通皆應運用簡



規劃社區緊急事件計畫時，應考量

單、熟悉的簡短句子。

到高齡者的承受度及不便的行動能

語音服務系統要放慢速度並簡單清

力。

楚的指示來電者如何重複重要訊
息。


服務的提供（如到府服務）應有所

公家單位以及私人機構對於特定需

有放大版的文字，並且有簡單清楚



應提供高齡者清楚且易獲得的健康
與社會服務等訊息。

視字幕和文字等閱讀的部分都應該



健康與社區服務機構應位於安全的
建築物內並能被充分的使用。

獨居老人），可採一對一溝通，以
獲得高齡者的亯任。

居家照護機構(如養老院)及特定的
老人住宅應靠近社區服務處。

communication)的服務。


健康與社區服務應位在各種交通工

電子產品例如手機、收音機、電視、
提款機、售票機都應該有放大的按
鍵及說明文字。

